
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組 
課程簡章【  台  北  校  區  】

目的 本課程以「IELTS (雅思)英語聽說讀寫能力」為主要訓練技巧，主要是針對「英式英語聽說讀寫」

有興趣的學員，或是未來規劃到英美澳紐加遊、留學的人士，以期訓練學員聽得懂英式英語，且能

和來自英式英語國家的母語人士在口說和寫作上有效的溝通。除此之外，也將教導應試技巧及文法

解說，期望能幫助學員在本課程後，達到IELTS 6-6.5為目標。 

課程內容中包含 「討論不同的議題」 包含: 人造環境、 休閒活動、新聞、 媒體、 旅行、 商業

和工作 、自然環境， 教育體系、 節慶及興趣等主題，學員們可以透過課程的學習與課後的練習，

循序漸進聽懂及讀懂英式英語文章和聽力中的字彙、片語、句子及對話和演講，並能書寫英文的各

式文章等。透過IELTS聽說讀寫課程，幫助學員達到IELTS考試6-6.5。 

參加對象 IELTS 5.5 分以上(全民英檢中級以上) 

內容 

期別 

課程名稱 預計開課時間 時數 

IELTS雅思英語聽說讀寫課程 

( 6-6.5分準備班) 

111/07/21~111/10/06 

每週四 13:10~16:00 

(達開班人數12人即開班) 

36 

學費 定價$6,600元 

師資 ※李錦雲

現職：國立台北大學/兼任英文講師 

學歷：英國布萊頓大學成人英語教學碩士 

經歷：中國文化大學進修推廣部/東吳大學/致理科技大學 兼任英文講師 

專長：多益考試準備課程,大學英文,英語聽講課程,商用英文會話,商務英文寫作,商務英文

簡報,英文閱讀,英文文法,IELTS 升學考試課程 

課程說明 

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進度/內容 授課教師 

第一週 13:10~16:00 

IELTS Introduction 

Unit 1 The man made environment 

Reading: Hearst Castle  

Writing: Describe different types of 

graphs, charts and tables 李錦雲 

第二週 13:10~16:00 

Unit 1 The man made environment 

Listening:  Predict the information and 

listen to specific information 

Speaking: Speak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

of where you live 



第三週 13:10~16:00 

Unit 2 Leisure and recreation  

Reading: A brief history of football 

Writing: Select and compare feature of 

charts and tables 

第四週 13:10~16:00 

Unit 2 Leisure and recreation   

Listening: Match descriptions with 

people, places or things  

Speaking: Express your opinion about 

sports 

第五週 13:10~16:00 

Unit 3 The news and media  

Reading: A smart way to access the news 

Writing:  Use the time makers and the 

passive to describe a process 

第六週 13:10~16:00 

Unit 3 The news and media  

Listening: Identify the attitudes and 

opinions of speakers through 

expressions 

Speaking: Speak about the news and 

media 

第七週 13:10~16:00 

Unit 4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 

Reading: Travel tips  

Writing: Improve cohesion of your 

writing 

第八週 13:10~16:00 

Unit 4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 

Speaking: Use the correct sequence 

words to give your answers a clear 

structure  

Unit 5 Business and work  

Reading: Business ideas of the future 

第九週 13:10~16:00 

Unit 5 Business and work  

Writing: Plan your ideas and organize 

them into paragraphs 

Listening: Predict ideas in talks  

Speaking: Express your wishes and 

intentions in a variety of ways 

第十週 13:10~16:00 

Unit 7 Education systems  

Reading and wiring: University life  

Listening and speaking: make 



suggestions or recommendations 

第十一週 13:10~16:00 

Unit 8 Festivals and traditions 

Reading and writing: Festivals  

Listening and Speaking: Speak in 

details about celebrations and special 

events 

第十二週 13:10~16:00 
Review and Test 

PS: 未來若改線上教學 

將使用軟體：Google Meet ，報名時請學員留下正確使用的信箱及手機號碼以便課程通知聯絡。 

訓練方式 課堂解說 

上課地點 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格致樓606教室 

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11年 05月 13  日止。 

報名繳費方

式 

※確認達開班人數及優惠身分後，再行繳交學費(請於指定日期內繳交，若開班前學員因故未完成繳

費，本班將因成本考量無法開班)。開班人數因成本估算每班不同，將由本組以E-mail通知繳費。優惠

身分成本估算每班不同，請參閱各班簡章收費說明，符合優惠身分者，敬請繳交佐證文件經本組承辦

窗口確認金額後再行繳費。

1.至本校繳交現金：台北校區【台北校區格致樓810 室】或新竹校區【新竹校區涵德樓306 室】

2.若無法親自辦理

A.以匯款或ＡＴＭ轉帳繳交   銀行：台灣土地銀行文山分行

戶名：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帳號：093-005-08327-1 (銀行代碼：005)

＊繳交後請mail相關資訊至報名窗口，並記得備註姓名及報名班別(例如：王小民樂陶陶班)

B. 以 支付，請掃描QR Code： 

交易完成請提供交易序號、姓名、支付日期、支付金額、報名班別，以利對帳。 

報名台北校區課程E-mail至:cec1@cute.edu.tw 

  報名新竹校區課程 E-mail至:career3@cute.edu.tw 

報名須知 

1.若因天候狀況(強颱、地震等)、人數不足、流行傳染疾病及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本校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，另行通知

延期或退費。

2.學員同意本校公關活動，並同意其照片及錄影免費使用權，如不同意請事先告知。

3.因故需要退費，依本校推廣教育辦法辦理。

4.報名後請先無須匯款，確定達開班人數之後會通知繳費。

5.本校保留變更課程的權利。

報名時間及地點: 週一至週五09:00~12:00；13:30~17:00 

台北校區研發處推廣組（格致樓810室）、新竹校區研發處推廣組（涵德樓306室） 

洽詢專線：台北校區（02）2931-3416轉2608 、 新竹校區（03）699-1111轉1032 

相關網站：進入推廣教育組網頁查詢相關課程與報名資料 

http://cec.cute.edu.tw/cec_web/index.html 

本校地址： 

台北校區116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（近捷運木柵線萬芳醫院站附近） 

新竹校區303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三段530號（近台鐵北湖站附近） 

備註 

1學員自報名繳費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九成，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上課時數1/3者，退還 

  已繳學分費之百分之五十，在班時間已逾上課時數1/3者，不予退費。 

2.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退還已繳全額費用。

3.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推廣教育，為維護學員上課安全，若人事行政局已公告停課，本校即停止上課，該課程結訓

日期順延一週。


